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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战前期美国海外社会形象塑造
———以劳工、女性与黑人群体为中心

胡 腾 蛟
(长沙学院,长沙410022)

  摘要:冷战前期,鉴于苏联对阶级、性别和种族话语的颠覆性阐述以及世界舆论的强烈批判,美国政府非常重

视自我生活方式的输出和社会形象的塑造。在对外宣传中,美国以劳工、女性和黑人群体为重点,向海外受众塑造

了“富足”而“自由”的劳工、“平凡”而“优雅”的女性和“持续迈向平等”的种族关系三组典型形象,藉此呈现出一幅

“多元而有共识”的美国社会图景,凸显“美国生活方式”赋予其积极的人生意义。这种社会形象修辞,由于服从冷

战的需要而被美国官方加以精心剪裁,因而沦为神化“美国生活方式”和解构共产主义制度的主要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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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看来,外交与社会文化史的结合日益成为冷战史研究的重要特点。诚如劳拉·麦克纳莉所说:“外
交与社会文化史之间的界限已然模糊。我们现在不仅将文化———语言和象征———看作是一种粉饰,而且视

为一种历史动力。如此的路径意味着这样一种假设:与苏联进行的冷战争夺充斥于从学校到宗教再到性别

的每一所机构和每一种互动中”①,帕特里克·梅杰和兰德·米特甚至将“高级政治和日常社会之间的关联”
看作是“理解美国冷战社会学科至关重要的因素”②,由此可见冷战外交—社会史研究在整个美国冷战史研

究中的核心地位。鉴于冷战具有强烈的意识形态属性,美国社会群体的日常生活作为其意识形态的外显形

式,因而不可避免地卷入冷战外交漩涡中,成为美国展现自我社会制度优越性的重要内容。如此看来,这一

重要维度无疑昭示了冷战的广度与深度。
纵观整个冷战时期,社会群体大致在美国冷战外交中扮演两方面的重要角色。其一,美国政府利用公民

个人或社会性团体大规模从事外宣活动,充当美国政策和形象的解释者,某种意义而言,他们就是非官方的

美国形象大使。其二,美国政府利用大量宣传材料展示美国大众的日常生活,将他们本身塑造为“美国生活

方式”的受益者、“美国梦”的践行者以及美国核心价值的捍卫者,以凸显美国社会的“伟大”,进而击败共产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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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相较而言,目前学者对前者关注颇多而对后者的研究相对不足①。事实上,在意识形态争夺日趋激烈的

冷战前期,美国劳工、女性和黑人的生活状态由于饱受外界批评而受到美国冷战精英的特别关注。为了扭转

海外舆论劣势,美国官方不惜对三大特定群体的形象进行了强有力的塑造,藉此展现美国社会“多元而有共

识”的图景。鉴于此种情形,笔者拟在既有研究成果基础上,遵循战略决策———政策制定———具体实施———
效果评价的研究思路,以上述三大特定群体为中心,通过检视冷战前期其话语及形象的传播,进而揭示阶级、
性别与种族话语在美国海外形象塑造中的作用及限度,以期推动美国冷战公共外交史研究的发展。

一 美国重视海外社会形象塑造的缘起

战后国际环境的深刻变化和世界舆论的重要影响,使美国不得不高度重视海外社会形象塑造问题。
首先,新兴独立国家在国际社会中日益崛起。据美国官方记载,自1946年以来,多达37个国家诞生,人

口8亿,仅1960年就有17个新独立国家获准加入联合国。② 如此强大的民族解放洪流,无疑推动了世界范

围内社会群体权利诉求的兴起与独立意识的强化。劳工、女性、青年等普罗大众积极投身于社会改革运动当

中,努力推动国际政治体系的重构。这样,大众政治或曰草根政治的崛起,对美国决策者构成了重大影响。
对此,学者萨拉·尼尔森指出:“至20世纪50年代后期,民权、女性和青年运动对美国霸权构成了严重挑战。
因此,官方重要资源都被加以利用,以确保建构一种最合适、最高贵和最积极的美国海外形象。”③面对如此

变局,美国信息决策机构———美国总统海外信息活动委员会(U.S.President’sCommitteeonInformation
ActivitiesAbroad)强调,美国官方应当利用“可靠舆论”,向“新兴”民族“灌输一些尊崇自我管理和社会接触

的观念”,并展现美国“充满活力和进步的社会形象”,使外国领袖“理解自由社会的原则和价值”,从而“影响

他们国家的政治和社会发展以及最终国际取向”。④

其次,苏联对美国阶级、性别与种族话语进行全面的颠覆性批判。在冷战中,苏联一再宣称,社会主义苏

联代表着人类“进步”与“未来希望”,而美国社会才是真正“腐朽”、“堕落”而“反动的”,美国从来都是一个奉

行寡头统治、种族主义和帝国主义的“非道德”国家,从来都不关心劳工大众的死活。1960年,莫斯科《新闻

时报》(NewsTimes)刊发特稿《纽约贫民窟:美国生活方式的真相》一篇,旨在粉碎“美国自由企业制度为百

姓谋福祉的神话”;另一份官方报刊《真理报》亦刊文强调美国人民遭受资本家残酷奴役与剥削的必然性:“资
本主义意识形态归结起来就是为了一件事情———追逐利润。其它一切———宗教、哲学、‘个人自由’的口

号———都只是用来愚弄人民大众。”⑤在苏联看来,正是腐朽的资本主义制度造成了美国人民的“物欲主义”
(materialism)倾向,致使他们在贫富差距悬殊的社会里践行万恶的拜金主义价值观,因此,全人类社会终将

选择社会主义制度,因为只有它才能为世界提供一种“惠及大多数而不是挑选的少数”的“唯一发展模式”。⑥

诸如此类的修辞,对美国社会制度及形象进行了完全而深刻的颠覆,势必遭到美国的强烈反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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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外界甚至西方国家对美国社会形象持有严重成见。国内劳资冲突、性别及种族歧视等弊病,严重

影响了外界对美国的看法。美国宣传者注意到,长期以来,外部世界过于强调美国劳工剥削残酷、失业高企、
社会保障严重缺失,特别到了20世纪中期,资本主义已沦为“战争与经济崩溃”的代名词。① 在种族问题上,
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认为,新兴民族国家将反殖民主义看作是比反共更加紧迫的问题,而它又与国内种族不

平等现象密切相关,在这些国家中,“白人统治的记忆或现实是一种比苏联威胁更加重要的心理现实”。② 在

美国政府看来,美国女性形象也饱受外界“贬损”。1959年,美国新闻署的一份评估报告强调,长期以来,外
国受众将美国女性视为“不负责任的魅惑女子”或“非女性的”,“物质享受成为其一生的主要追求”。③

即使是作为盟友的西欧社会,在美国看来,也对美国社会制度及形象充满大量“偏见”。50年代初,一份

题为《关于欧洲大陆理性思考的障碍》的官方文件认为,欧洲大陆国家的“精英”对美国社会生活充满广泛“误
解”,他们相信“美国经济与社会制度……基本上是非人性的,是人类不安全的源泉”,“阶级斗争是不可避免

的自然事实。因此相信社会性群体仅能通过以牺牲他群体的利益为代价而获得优势”,“任何促进经济增长

的政策目标必定是社会主义的,或许甚至是共产主义的”;继而指出,“中产阶级和低收入群体主要关注日常

生存问题,他们的思考受制于其惯例,由于缺乏对不同生活方式的想象或了解……他们希望对其加以完全否

定,也就是说,以‘革命’的方式取而代之”;总之,美国“正处于欧洲史上‘意识形态时期’的黄昏之中”,而改善

欧洲人的生活方式,瞄准“欧洲和美国价值更高层次的整合”,需要极大地强化美国的“说服活动”。④

最后,美苏双方对经济话语权展开激烈争夺。50年代中期后,美苏双方在消费和生活水平方面的竞争

日益凸显。1956年2月,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强调要同美国“和平共处”“和平竞赛”,缓和苏联与西方

国家的关系,以便集中财力、物力进行国内建设,从消费经济和综合国力上全面赶超美国。1957年,赫鲁晓

夫又明确表示要在肉类和黄油上“赶超美国”。1958年6月10日,赫鲁晓夫发表演讲说:“为了在两大制度

竞争中获胜,我们必须在人均生产上赶上美国。我们能够克服在与资本主义这种竞争中的障碍,不是在弹道

导弹上,亦不是在原子弹或氢弹上,而是……在更高层次上的生产竞争,创造大量物质价值,以确保所有工人

的生活达到更高水平。”⑤1959年7月24日,在莫斯科举行的美国国家博览会,更是将两国“生活方式之争”
推向了巅峰。在开幕式上,美苏双方进行了著名的“厨房辩论”。美国副总统尼克松宣称,展厅中的房子就是

普通美国人民的住房,这是美国繁荣的证据,美国市民生活在“和谐”的现代社会和“模范”家庭之中,展览会

场上摆满的各类消费品,更是彰显了美国“自由选择”的本质特征,他继而嘲讽苏联一味发展军工,忽视了国

家的作用在于为民众创造美好的生活,体现“洗衣机的相对价值”;赫鲁晓夫反驳道,苏联向人民提供此类免

费住房长达20余年,这已成为全苏联人民的一项基本福利。⑥ 这样,在文化冷战与“和平共处”的双重语境

中,“日常生活”成为超级大国炙手可热的一大宣传主题,特别是当苏联公开将“美国生活方式”当作竞争对象

时,生活标准、消费、休闲、时尚、便捷性、家庭关系和社会价值都成为美苏冷战对抗中至关重要的因素。⑦

二 海外社会形象宣传政策的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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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而言,一国民众的日常生活方式被看作是该国意识形态的一种外化形式,它展现的是该国的制度理

念、精神气质或文化价值。因此,在国际关系中,向外界展示优越的生活方式和良好的大众形象,通常成为一

国决策者的战略任务。美国尤其如此。既然冷战被美国视为意识形态之战,那么向海外输出“美国生活方

式”自然成为其对外战略的题中要义,因此,作为“美国生活方式”践行者的美国大众,也就成为了构成美国国

家形象修辞的内在维度。
(一)决策层对“美国生活方式”输出的战略考量

1945年12月,助理国务卿威廉·本顿宣称,许多外国人特别是第三世界的人们普遍认为美国人是“非
道德的”,不顾自己的家庭,过着“放纵的生活”,他因此呼吁美国政府应当重视国际信息项目,输出“美国生活

方式”,建构积极的社会群体形象。①

随着美苏双边关系的日趋恶化,1946年2月22日,美国驻苏代办、“遏制”政策设计师乔治·凯南在其

著名的“长电”中强调:“我们所面对的是这样一个政治力量,它坚信与美国根本不可能有持久的妥协,坚信为

了苏联的安全必须破坏我们的社会内部的和谐,必须消灭我们赖以生存的传统生活方式,必须损毁我们国家

在国际上的威望”,因此,“(我们应对苏联问题的挑战)相当程度上必须依赖于我们社会的健康和活力”。②

可见,颂扬美国“社会的健康与活力”和生活方式的优越性,势必在美国遏制战略体系中占据重要地位。

1947年3月12日,杜鲁门正式吹响了冷战号角,他在世界面前鼓吹资本主义生活方式与共产主义生活

方式的对立性:“第一种生活方式源于大多数人的意志,具有自由制度、代议制政府、自由选举、捍卫个人自

由、言论和宗教自由以及免于政治压迫的自由的特点。第二种生活方式则将少数人的意志强加于多数人身

上。它依靠恐怖和压迫,控制媒体和电台、既定选举,以及钳制个人自由的手段。我相信美国的政策必定是

支持自由的人民抵抗武装的少数或粉碎外来压力征服的企图。”③这是美国最高领导人首次全面解释了“美
国生活方式”的冷战内涵。他强调“美国生活方式”不仅充当资本主义生活方式,而且是整个人类社会生活的

典范,引领人类社会未来发展方向;与社会主义生活方式根本对立,“自由”构成了它的本质特征。同样,在国

务卿艾奇逊看来,美国的责任就是发挥“美国生活方式”在世界人们生活中的引领作用,“我们愿意帮助那些

相信我们处事方式的人们,继续按照他们愿意生活的方式生活”。④

1950年4月14日,凯南的继任者保罗·尼茨(PaulNitze)起草的NSC68号文件宣称:“美国的宗旨就是

保证建立在个人的尊严和价值基础上的自由社会的完整和活力”,这必将导致“我们有在必要时以战斗来保

卫我们的生活方式的决心”;接着,文件设想,若以体现“自由、宽容、个人重要性以及理智高于意愿等原则”在
内的一整套美国价值体系“转换成为与其他民族人民的生活相关的原则”的话,“那么,我们的价值体系,对那

些数以百万计的、仍在威权主义里寻找着能够摆脱忧虑、困惑和不安的避难所的人们,或许能具有巨大的吸

引力”。⑤ 众所周知,NSC68号文件作为美国奉行对苏遏制政策的总纲,在冷战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对外

输出“美国生活方式”因此成为美国的一项基本国策。1952年6月30日,尼茨起草的政策声明再次强调:
“美国的基本目标仍然是:确保我们建立在个人尊严与价值基础上的自由社会的完整与活力。”⑥不难看出,
尼茨在这里表达了两层意思:其一,美国在冷战中的核心任务依然是确保美国“自由社会的完整与活力”,这
与凯南的战略思想相吻合;其二,在对外关系中,必须利用美国核心价值体系来改造世界人们的生活,以免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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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沦为社会主义生活方式的“囚徒”。
艾森豪威尔上台后,同样极为重视“美国生活方式”的海外输出。早在1952年1月,他在日记中就写道:

“美国的目的必定是捍卫一种生活方式,而不仅仅是对财富、领土、家庭或生命的保卫。”①对他来说,捍卫和

输出“美国生活方式”,应当成为美国至高无上的、持久的冷战目标。基于此种考虑,1958年,NSC5819号文

件明确规定:“在外国受众面前,对美国生活进行令人信服而持续的特写”,是美国“最重要的任务”。② 这是

美国政府又一次从国家安全的高度强调“美国生活方式”输出的重要意义。1960年,美国总统海外信息活动

委员会强调:“官方对外信息项目必定反映我们社会的真正本质及其与外交政策的结合,扩大和改进我们的

信息努力以满足这些新的要求。”③这些都构成了美国海外社会形象塑造的基本原则。
总之,美国决策者眼中的“美国生活方式”,既包括美国人对自由、民主、平等和博爱等抽象价值原则的推

崇,也涉及其独特的衣食住行、娱乐休闲和艺术文化品鉴等具体社会活动,是美国意识形态在社会生活领域

中的集中反映,与社会主义生活方式根本对立,代表着人类社会前进的方向。因此,在他们看来,输出“美国

生活方式”,对于推动外界对美国社会制度的认同与效仿,进而赢得冷战的胜利,具有重要战略意义。
(二)海外社会形象宣传政策的制定

作为社会日常生活的集中体现,“美国生活方式”无疑包含在具体的国家形象修辞当中,并且构成了美国

对外政策的内核。作为国家形象塑造的主要担纲者,美国新闻署在规划文件中是如此界定海外社会形象宣

传政策的基本内容的:“从长远来看,我们将致力于向外界增加关于社区的知识以及增进对它的理解,例如我

们的社区、宗教信仰、管理方式、教育、制度、对他人的关爱、艺术努力,从而将我们尊崇为一个具有明智领导

自由世界的能力的民族。”④不过,如前所述,鉴于美国劳工、女性和黑人群体在美国社会中处于弱势地位而

饱受外界批评,新闻署还将他们的生活状况作为海外宣传重点。
劳工宣传方面,新闻署先后于1954、1956和1958年出台了三份指导纲要。综合来看,大致包括如下宣

传要点:(1)美国工人在“自由工会”的领导下能够在“和平与自由世界中共同迈向更加美好的生活”;(2)美国

工会是“独立”的,不受政府摆布;(3)美国“自由工人”获得了“持续进步”;(4)美国是“人类自由和自由工人理

想的捍卫者”;(5)“自由工会运动”在“自由经济”中发挥自由管理的重要作用。⑤⑥

女性宣传方面,新闻署最初制定了一份名为《女性活动项目目标》的文件,要求集中宣传“女性的独特观

点与旨趣”。1957年1月24日,新闻署进而制定了一份更详细的行动计划,其中要求自身与负责国际广播、
海外书籍传播、人员交流、国际展览、海外电影输出的部委协同合作,强化针对海外女性的宣传活动。⑦ 1959
年8月13日,新闻署颁布“女性项目”Ⅱ号指导文件,要求首先将美国女性描述为“一名完全意义上的人,勤
勉、顾家,充满女性气质”,然后展现她们的“平凡”(average),特别是作为一名妻子和母亲的平凡,但她们身

上闪烁着人性的光辉,具有“外国人民认同的品质”,在此基础上,进而宣传一些杰出女性和名媛的成功事

迹。⑧

相较而言,战后美国民权运动的勃兴,使官方对种族关系的宣传要强有力得多。1948年,国务院发布了

一份关于信息官员如何应对美国种族问题质询的指导文件《美国黑人的持续进步》,要求驻世界各地的美国

新闻处(USIS)宣传黑人获得自我发展的大量“事实”。1952年3月,国务院成立了“种族问题宣传”工作小

组,并与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NAACP)联手制作《美国生活中的黑人》,强调“过去50年中,普通黑人在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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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方面———社会、经济和教育———均获得快速发展”,这一指导文件兼宣传册定稿后,由美国新闻处至少以

15种语言在世界各地传播①。小石城危机爆发后,1958年秋,新闻署出台《关于少数族裔的基本规划文件》,
强调尽管在美国社会生活中确实存在着种族歧视,但仍可从“进步”话语视角表现美国族群关系的历史性改

善②。该文件成为后小石城危机时代美国种族宣传政策的基本指南。
三 特定群体与美国海外社会形象的塑造

美国新闻署主打宣传册《美国事实》是如此描述美国社会的:“美国是一个具有伟大多样性的国度……尽

管它存在诸般差异,但某些传统———自由、平等、均等权利(equalrights)———惠及所有人,且通过家庭、教堂

和学校进行教诲。”正是在这样的社会里,美国人“勤劳”、“富有智谋”、“乐于变革”、“具有自我批评精神”、“负
责任”、“多才多艺”,他们毫无“阶级感”、“为美国社会进步做出持久贡献”。③ 在美国宣传者看来,美国生活

着形形色色的人们,但他们都尊崇并努力践行“美国生活方式”,正是个人主义、多样性与社会共同价值的有

机统一,才使得美国社会充满活力而和谐有序。为了更好的展现这一社会特征,美国官方还重点颂扬了包括

美国劳工、女性和黑人在内的特定群体生活。
(一)劳工形象塑造

劳工话语,由于作为美苏双方争夺的焦点,而在美国海外社会形象修辞中处于核心地位。美国极力宣扬

资本主义制度带来美国经济的高度繁荣,美国劳工因此过着“富足”而“自由”的生活,他们社会福利完备、人
权保障充分,是真正富足的“人民资本家”。毫无疑问,美国才是真正“工人的国度”和“无阶级社会”。

1.“人民资本家”
美国宣传者鼓吹,美国劳工并非像苏联所宣称的那样,由于遭受资本家的残酷剥削而陷入极端贫困之

中;相反,由于美国经济富有活力且注重社会正义与公平分配,美国正日益迈向“无阶级化”,因此,美国劳工

都过着“富足而不奢侈”的生活,成了名副其实的“人民资本家”。《美国事实》解释道,一位“普通工人”每年消

费58磅柑橘、23磅鸡肉、405枚鸡蛋、72磅牛排、53磅西红柿和17磅冰淇淋,购买1件套装、4件衬衫、2条

裤子、5件内衣、1整套工作服、1双鞋子、11双袜子、6块手帕和1条领带,这样的消费水平是其它任何国家

都难以企及的④;而且,经济繁荣还使美国女性劳工普遍过上了“中产阶级生活”⑤。甚至几乎每个美国驻外

使馆都接收到了来自国内这方面的大量材料,包括“工会确保工人享有年度工资”、“为残疾矿工提供新职业

联盟计划”、“为女性提供更广泛的就业机会”和“美国工业红利分享计划”⑥等,以强化劳资和谐、种族与性别

平等以及普通工人享有优渥的社会福利等主题。1955年12月,海外新闻处一则《美国工人之家》的宣传册

充分展现了这一点。虽然雷·贝琳罕姆只是通用电气公司的一名普通轧制工,但待遇丰厚,享受分红、带薪

休假、病休、公费进修、健康保险和员工补贴等各种福利,从而有力阐释了官方关于“无阶级社会”使美国人民

共享资本主义自由成果的意图。⑦正因如此,美国经济制度被认为深受劳工大众的拥护。按照美国新闻署在

法国举办的《美国真实风采》展览的解释,其理由在于,这一制度使“美国工人享有世界最高薪水与购买力;优
渥的工作条件;拥有通过罢工以捍卫其福利或获取法律赋予的新权利”。⑧

2.“自由”
除了宣传美国劳工的“富足”之外,美国还将“自由”当作劳工生活的本质特征加以鼓吹。美国宣传者宣

称,美国劳工非但没有像马克思主义所认为的那样,被万恶的资本家套上各种沉重的人生“枷锁”,相反,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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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但拥有择业、集会和罢工等各类自由,并且还善于将工会当作捍卫自身自由的有力手段;正是通过“自由工

会”与雇主进行集体谈判,美国劳工才获得更丰厚的薪水和更优越的工作条件;然而,在“共产主义模式”中,
工人很少享受此类保障,相反,他们遭受国家“残酷奴役”,无法享受罢工、辞职或成立工会的权利①。最终,
“在美国实践的工联主义”为世界工人阶级的未来“指明了方向”,确保他们同时享受两种看似相互矛盾的权

利:产权和罢工。在对外宣传中,自由欧洲电台反复援引漫画家比尔·莫尔丁的一幅经典漫画,对此加以论

证。漫画显示,一位美国工人一边读报,一边不由得感叹道:“如果我早知道我们准备罢工的话,我就不会购

买我们公司的股票了。”②

(二)女性形象塑造

在美国冷战斗士看来,美国女性在捍卫美国声誉和形象方面同样负有特殊使命,无疑构成了美国海外社

会形象修辞中的又一重要维度。因此,美国新闻署利用各种宣传材料,从家庭、工作、社区或政治生活等层面

全面刻画其“平凡”而“优雅”的形象,她们珍视民主,重视家庭并乐于奉献。

1.珍爱家庭

美国宣传者宣称,尽管美国社会已然高度发达,但美国女性并没有如马克思所说的那样被机器“异化”,
相反,她们极为珍视家庭伦理与情感。正如美国新闻署的一份手册所宣称的那样,“家庭仍然是绝大多数普

通美国女性的首要兴趣”,因此,美国女性通常被塑造成为爱家敬业的典范,她们将经营家庭当作一种生活乐

趣,并且在追求优质的家庭生活中力图实现自我人格与理想的提升,诸如“美国父母努力维持着亲密无间的

家庭关系”,“慈母之爱”和“母亲们共同关心的话题”之类的主题都成为美国新闻署的喙头。③ 不仅如此,美
国女性还能很好地将家庭生活与职业理想结合起来,电影《工作中的美国女性》表扬了美国女性在重视家庭

生活的前提条件下寻求职业选择的多元化。美国新闻署进而强调,由于美国拥有各类健全的福利保障制度,
因此她们的工作心态整体上是积极向上的,甚至连工厂女工都“快乐地从事着清洁洗手间的活儿”。④

2.热爱工作

美国还不忘告诉世人,对美国女性来说,工作非但不是一种负担,反而是一种体现自我价值和人生乐趣

的手段。与世界其他人民一样,热爱工作也使她们获得了丰厚的物质回报,成就了自我,事业与人生价值可

谓相得益彰。1953年4月,美国新闻署国际电影中心主任格勒诺布尔(WilliamL.Grenoble)解释道:“我们

最大的工作之一……务必显示,与整个世界的许多人民相比,尽管美国普通民众拥有大量生活方面的物质财

富,但他们正是通过辛勤劳动和发挥聪明才智才获得了这些。其他人民亦是如此。”⑤

3.积极参加社会政治生活

大量宣传材料强调,美国女性大都能够懂得回报与服务社会,她们尽可能多地参加社会公益组织,帮扶

弱势群体,展现出了良好的社会公德和自我修养。几乎所有的美国女性都被描述为富有价值的工作者和社

区贡献者。《美国事实》宣称:“很少有美国女性只参加一个组织。她们当中的许多人致力于那些具有宗教理

性、人道主义目的以及公民与政治责任感的事业”,她们积极参加传统男性主导的政治领域,并且在追求政治

平等上取得了令人瞩目的进展,1916至1956年间有60名国会议员和304名州议会议员皆为女性;美国新

闻署还炮制数百篇专题报道,强调美国女性对当地、国家甚至国际社会的卓越贡献,其中特别展现了总统夫

人埃莉诺·罗斯福、克莱尔·布思·卢斯夫人和教育家海伦·凯勒等市民的杰出成就⑥。

4.气质优雅

在美国宣传者看来,优越的物质条件造就了美国女性独有的“优雅”气质。由于现代家庭设备将美国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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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从繁琐的家庭劳务中解放出来,她们拥有更多的休闲时间精心打扮,保持身材的妙曼,因而成为“性感的家

庭主妇”和优雅的消费者。1956年,新闻署鼓动海外新闻处积极宣传“美国女性在自我衣着设计上具有积

极、进取和良好品味”①的主题。比较而言,苏联女性远没有如此幸运了。刊载在《美国新闻和世界报告》上
的一篇文章宣称,如同工人和政治活跃分子一样,苏联女性是“去性别化”的,莫斯科犹如“一座妇女之城———
艰苦工作的妇女极少显示出西方女性那般充满魅力的身材,绝大多数莫斯科妇女似乎对自己的相貌毫不在

乎……天黑之后,年轻的夫妇在公园里游荡。但你可能更多地看到年轻女子有目的地在街上穿行,仿佛正在

赶赴党的会议”②。
值得注意的是,美国宣传者将上述这一切看作是民主社会推崇自由价值观和重视家庭伦理的必然结果,

认为民主才是人权、繁荣与个人尊严的根本保证,美国民主制度有力地捍卫了民众尊严。1951年,美国海外

新闻处发行1300余万册《自由世界宣言》,其中利用大量篇幅讲述了美国家庭生活的情景。一幅图片上的字

幕如此写道:“自由世界珍惜圣洁的家庭生活”③,以彰显民主制度庇佑下的美国女性珍视自由、信奉上帝、重
视家庭与乐于奉献。相较之下,共产主义制度却使苏联普通民众的家庭生活“支离破碎”,“家庭生活的文化

影响与自主性已经被令人身心俱疲的工作规范、物质需求和母亲必须工作、强迫性的政治活动,以及利用小

孩作为其父母亲的告密者所破坏殆尽”④。
(三)种族形象塑造

尽管这一时期国内种族问题凸显,成为国际舆论焦点,但美国始终将种族关系置于“进步”的历史视角

下,不断强化这一问题势必得以圆满解决的愿景,为其披上了“进步”与“平等”的华丽外衣。因此,种族关系

无疑成为美国海外社会形象修辞中的内在因素。

1.各种族和谐共处

宣传种族关系的“和谐”被美国官方当作首要任务。在它看来,作为一个移民国家,美国民族众多,本身

就是一个充满多样性的伟大国度,它包容而充满共识,不同族群的人们能够愉悦地生活在一起,他们共享发

展机遇,实现自我梦想。新闻署电影《美国小镇》突出反映了这一点。它描写了爱荷华州纳摩萨市一座小镇

若干移民家族的生活状况,其居民来自英、德、挪、叙利亚等不同国家,他们快乐而勤勉,完全融入了美国社会

的大熔炉中。《美国生活中的黑人》也直观地表达了该主题。封面照片显示,16位白人学生、一位黑人学生

与黑人教师呆在一起,并发出会心的微笑。字幕显示:“在纽约,一位黑人教师培养两个种族的学生。”⑤1954
年,最高法院裁定布朗诉教育委员会案胜诉后,美国新闻署竭力将其解释为美国消除种族歧视的证据,宣称

该决定被非洲人民认为是“自《解放黑人奴隶宣言》以来最伟大的事件”⑥,“由13%的黑人组成的美国有能力

建设一个以正义和平等为基础的多种族社会”⑦。

2.“美国梦”的践行者与受益者

美国官方宣称“美国民主承诺惠及所有人”,遑论其性别、出身和肤色如何。有色人种,尤其是美国黑人

亦在其中,他们并非“外来者”及“劣等人种”,同样是“美国梦”的践行者与受益者,能够依靠自身的能力与奋

斗而同样获得成功。新闻署电影《爱尔西亚·吉布森:网球冠军》充分揭示了这一主题:黑人吉布森通过艰苦

卓绝的努力和与种族歧视不屈不挠的斗争,终于臻至事业巅峰。吉布森式的励志故事还在世界广为传播,并
且产生了积极反响。英属圭亚那通讯社社长在欣赏电影后赞叹道:“今晚,我们已经看到,在电影《吉布森》
中,美国人民是多么热切地欢迎一位冠军,不管他的肤色或信仰如何。当我们看到像吉布森小姐这样的人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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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他们如何受到美国人民尊敬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小石城’的情况并非美国的典型特征。”①事实上,长期以

来,新闻署遵循着一种刻板的黑人叙事模式:通过聚焦黑人奋斗者如何从他的“卑微人生之初”成长为一位富

有社会责任感的公众人物的感人故事,旨在强调美国民主社会对才能和奋斗的真正肯定与回报。当然,对美

国宣传者来讲,展示黑人明星的卓越成就,绝非为了说明他们自身是如何的聪颖与不同凡响,而是强调其成

就的获得恰恰是美国式民主制度长期涵养的结果。诚如历史学家本·凯珀尔(BenKeppel)所言:“隐匿在此

种变化的形象和情感(sensibility)之下的同样是基于这样一种重要设想:在任何假定时间内,非裔美国人的

经济、社会和政治地位都是美国民主状况的最精准反映。”②

四 阶级、性别与种族话语在美国海外形象塑造中的作用及限度

一般来说,一国海外形象不仅取决于它本身的实力,而且还受制于国内生活结构。因此,作为国内生活

结构内在维度的特定社会群体无疑成为美国国家形象塑造的重点。美国官方以本国劳工、女性和黑人等特

定群体的日常生活为中心,展现他们与其他社会阶层一样是“美国梦”的受惠者与践行者。具体而言,在劳工

形象塑造上,美国刻画了一幅“自由”而“富足”的“人民资本家”形象,凸显美国才是真正“工人的国度”和“无
阶级社会”;在女性形象塑造上,美国信息官员从工作、家庭、社区和社会四个场景展现“平凡”而“优雅”的形

象;在种族形象塑造上,美国始终将种族关系置于“进步”的历史视角之中,强调它“不断迈向平等”,从而描绘

出一幅种族关系“和谐”的乌托邦景象。这样,冷战斗士完成了对美国社会神话的自我缔造。显然,与经济、
政治或军事话语不同,阶级、性别与种族话语在美国海外形象塑造中起着非常独特的作用。

其一,它使“美国生活方式”更加大众化,因而更具普世性。在美国官方看来,“美国生活方式”既不同于

奢华的贵族生活方式,也有别于困顿的草根生活形态,它才是真正富足的、大众的和现代的。按理说,诸如别

墅、现代家电产品和福利之类的富足生活要素,通常只有精英阶层才可能获得。然而,新闻署的大量宣传材

料显示,既然连作为弱势群体的美国劳工、女性和黑人都普遍过上了中产阶级生活,那么,任何阶层,不管出

身、地位如何,只要努力践行“美国生活方式”,同样可以过上高水平的生活。因此,“美国生活方式”显然是大

众的、普世性的,因而值得真正效仿。对美国来说,对劳工、女性和黑人群体生活的褒扬就是对“美国生活方

式”普世意义的书写。意即,美国拥有其他民族所渴望的价值、制度和生活方式,是“注定的世界领袖”,效法

美国就能拥有美好未来。
其二,它有助于展现美国人独特的精神风貌,因而使美国形象更具亲和力。人可谓国家最生动的表情。

普通者的一颦一笑更能打动受众。美国宣传者之所以将普通者当作宣传重点,是因为他们看到,与精英人物

相比,草根阶层的日常生活更具可信度和感染力,在情感上更能引发海外受众的共鸣。事实上,上述夸耀性

的宣传活动确实取得了一定成效。例如,在印度,“这些推动个人之间直接接触的活动在传播美国人的修辞

方面富有成效:美国人是可靠的,有教养、有文化、灵活、宽容、幽默、有耐心、勤勉的。”③在美国看来,他们谦

谦君子般的形象正是“美国生活方式”和民主制度涵养的结果,外界对他们品格的欣赏就等同于对“美国生活

方式”的认同。
其三,进而,它有助于塑造美国“伟大社会”形象,从而逐渐改变外界对美国社会的成见。通过对上述社

会群体不同生活的描绘,旨在彰显美国社会“多元而有共识”的特征。即是说,美国人民,不分阶级、性别和种

族,都能够愉悦地生活在一起,共享发展机遇,成就自我梦想。他们享有自由思索和行动的权利,富有个性,
但又不会悖离于社会共识之外,从而很好地实现了个人主义与美国共同价值的内在统一。这实际上构成了

美国“伟大社会”形象传播的滥觞。
然而,上述阶级、性别与种族话语也存在着明显缺陷。尽管美国官方对社会生活中的人权冲突、劳资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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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性别与种族歧视诸般弊病心知肚明,但新闻署将它们置于所谓的“进步”视角下予以重构,宣称“在没有依

赖国家的情况下,民主社会里的个体和平地解决了此类问题”①,以凸显个人主义的内在价值。因此,美国劳

工、女性和种族修辞无疑是经过官方精心剪裁的,弊端被刻意掩饰,优势被无限夸大,从而沦为神化“美国生

活方式”的符号。更何况,美国官方并没有能力采取实质性举措对上述弊端立即加以解决。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以阶级、性别与种族话语为表征的美国社会形象修辞还饱含意识形态偏见。美国官

方将其置于二元对立的语境中,通过对包括社会主义生活方式在内的非美国生活方式的解构和对自我核心

价值的颂扬,旨在向国际社会确证美国制度的合法性和试图为其他国家提供一种实现个人和国家进步的“合
理”路径,充分暴露了美国社会话语传播背后隐匿的干涉主义意图与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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